
通山县

改造通羊河滨河景观带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邓娜报道：20日，笔者在通

山县通羊河滨河景观带工程现场看到，经过改造的游步
道两边都种上了绿树，“通山滨河公园”的石刻景观大字
格外显眼。

据悉，通羊河滨河景观带工程是通山县重点民生项
目工程，总投资5704万元，将对花园桥至水泥厂大桥段
2.5公里沿河两岸进行道路、滨河绿化亮化景观；沿河驳
岸、河道清淤、配套市政管网；修建栏杆、游步道、健身晨
练场廊桥等休闲娱乐设施，将防洪、绿化、旅游、休闲、娱
乐合为一体。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水泥厂大桥至徐家桥段南北两岸
的亲水平台加高扩建工程，徐家桥至上焦大桥段南岸的苗
木移除工作和地面清表工作。预计2019年全面竣工。

赤壁市柳山湖镇

立体墙画扮靓家园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报道：近日，走进赤壁市柳山

湖镇易家堤村，只见该村庭前院落又多了一道风景，每
家每户的墙面上都被水彩妆点一新，山水、田园、特产、
农机都成了立体墙画创作者的素材，放眼望去，斑斓的
色彩让村容村貌更具活力。

这些立体墙画是由柳山湖镇政府邀请湖北省专业团
队精心设计打造，以柳山湖镇田园特色为基础，让山水入
画中，画映山水间。后期立体墙画还将在全镇各村进行
推广，旨在扮靓美好家园，打造和谐移民村镇。

近年来，柳山湖镇通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
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移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美丽
乡村建设卓有成效。

嘉鱼县鱼岳镇

加大河湖沟渠保护力度
本报讯 通讯员杜春报道：连日来，嘉鱼县鱼岳镇

各村、社区的保洁员全部上岗，加大河湖沟道呵护力度。
该镇对每名河湖保洁员进行责任范围划分，按照

“长效管理，分区分责”的原则，每位保洁员都有自己的
责任清理范围，使河湖每个区域都有人负责清理。

同时，要求保洁员做到按规定清洁、巡查，确保河湖保
持干净整洁，做到河面无杂草、漂浮废弃物，河沟岸无垃圾，
并制止单位和个人向河湖内倾倒生活与建筑垃圾等。

该镇还制定保洁员管理及考核细则，规定保洁员要
服从管理，做到在其岗、负其责，对没有履行自己应尽职
责的保洁员，及时予以清退。

当日，记者步入石门村，眼
前就出现一片荷塘，只见嫩红的
荷花在碧绿荷叶中间随风摆动，
让人驻足。

“前面还有更好看的。”跟随
程双吉往村子里走，我们遇见了
一片更大的荷塘。亭亭玉立的
荷花娇媚如少女，碧绿的荷叶上
滚动着晶莹的水珠似一颗颗珍
珠。徜徉在荷塘栈道上，清风入
怀，荷香流动，杨万里“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
句闯入脑中。

“这片荷塘好啊，让我们的
生活环境变好了不说，还让我们

增收，生活品质也提高了。”村支
书夏新华说，去年初，在市委驻
村工作队的帮助下，石门村在长
夏畈附近集体流转200亩田地，
实行“公司+基地+贫困户”的模
式，发展“香莲映月”莲藕基地。

夏新华称，莲藕种植具有适
宜度高、观赏性强、收益性快的
特点，按照当前长势和市场行
情，今年年底，基地可以为全村
18户贫困户带来每户1000元
以上的收益。

除了香莲产业，该村还发展
了四季观光采摘园、孔雀养殖基
地、香菇基地、光伏发电基地等

产业，可带动 198 名贫困户增
收。该村还将依托石门村特有
的山水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大
力发展观光休闲游、度假体验游
项目。着力打造的“楚王山红色
教育基地”、“楚王游猎”、“贞节
牌坊”等“石门十景”正在有条不
紊快速向前推进，所有项目将于
今年7月底前完工。

届时，赏花垂钓、温泉养生、
观古民居、瞻仰革命遗址、游石
门天湖，将成为石门村这个古老
村落的新名片，农区变景区、农
房变客房、农民变“掌门”将是这
个古老村落最根本的转变。

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程书记，旅游公路什么时
候能修好呢？”行走在村湾中，一
名村民问。

“今年10月底前黑化通车，
现在路基已经打好了。”程双吉
回复。

交谈中的这条公路是石门
生态旅游公路，从山口至石门新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总长 7公
里，采用二级公路建设标准，路
基宽8.5米，路面宽7米。

这条旅游公路开通以后，石
门村的老百姓开车用不了十分
钟时间，就可以到达通山县城。
这是石门人民几代人的梦想，然
而这条路的推进并不容易。

今年4月，修路工作进入征
地阶段。但因极少数村民只顾
眼前利益，抬高征地款，同时还

有部分村民存在强揽工程的情
况。一时间，修路工作陷入困
境。

5月的主题党日活动中，程
双吉特地准备了一堂党课——
《多讲无私奉献，少打个人算
盘》。党课上，他将驻村工作队
及村“两委”自去年3月以来的
成绩单作了汇报；温习了共产党
员的涵义；阐述了市委市政府、
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厚爱；分析了
修路的好处……

村民们深受触动，党课现场
与存在不良思想的部分党员群
众展开激烈争论，最后纷纷表态
一定签署征地协议。当天晚上
10点，全村所有村民签署协议。

5月中旬，旅游公路沿河大
道段正式动工建设，目前石门段

已全面拉通路基建设，正在实施
沿线3座桥梁建设，其中2座桥
梁已完成基础浇筑。

“一个较大规模的生态农业
产业，本身就是一处旅游景点。
石门还有其他丰富的旅游资源，
但这是一个酒好也怕巷子深的
年代。如何让市民乐意进村观
景？便捷的交通至关重要。”程
双吉介绍，去年3月至今修建的
这条从山口水库到石门新村委
会国家二级旅游公路，投资约
3000余万元，今年10月31日全
线通车。

另外，在“十三五”期间，石
门村实现了有国家二级公路通
达县市，每个村湾有通级硬化
路，与市县镇形成公路通达闭
环。

旅游公路加快推进

环境治理深得民心

美丽家园美丽家园
MEI LI JIA YUAN

当日，我们走到长夏畈古民
居群入口处时，看到几位村民正
在清扫垃圾。70多岁的老党员
夏继明说，他们都是自觉、义务
清扫垃圾。

以前，石门村是垃圾成堆、
河道淤泥堆积，无人管理。市委
驻村工作队进驻以后，对整村进
行美化、彩化、绿化，对垃圾进行
集中收治处理，由县环保局落实
50个垃圾收集桶，市环保局落
实1辆垃圾清运车。县人社局
按照一个自然湾落实一名保洁
员的标准，解决了全村29个保
洁员的公益性岗位。

为了深入推进美丽石门、文
明石门建设，强化脱贫攻坚的质

效，工作队和村“两委”筹办运营
“石门村爱心超市”。超市的运
营依托爱心积分，对全村村民考
核评分，主要围绕团结和睦、环
境卫生、生活习惯、自主发展、遵
纪守法等五大方面。

根据村民的自身表现，经村
民理事会评议，分别获取相应的
积分数值，张榜公示后，村民对
照分值每月可以到爱心超市换
取相应生活用品作为奖励。

驻村工作队还配套出台了
“小手牵大手，文明一起走”活动
方案，活动围绕“教育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文明一个村庄”
的目的展开。根据活动具体开
展情况，组织每周评比每月奖

励，评选每周环保文明之星，每
月对评选环保文明之星次数最
多的评选“最美家庭”奖。

现在，村民们已经形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不仅不乱扔乱倒，
还互相监督，义务清扫垃圾。“将
石门村建设成‘全市扶贫攻坚和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目标越
走越近。我们以后就会生活在
一个风景区里。”夏继明高兴地
说。

画里话外
四邑新村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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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村，通山县南林桥镇西北部边
陲，与咸安、崇阳接壤，属一村连三县的
偏僻边区村。那里风景秀丽，山水奇特，
资源丰富，有远近闻名的长夏畈古民居
群，有楚王红色根据地。全村14个村民
小组，3775 人，一直以来，先天条件制约
着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如
今，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石门村已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

名 片

村道整洁，绿植葱郁，莲叶田田，荷
花亭亭，清香缕缕……12日，我们走进
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被村里的美景
所陶醉。

驻村的南林桥镇党委副书记程双
吉介绍，去年3月，市委驻村工作队正式
进驻石门村后，以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
为目标，以改善村民人居环境、提升群
众生活品质为核心，全面落实各项惠农
政策，助力脱贫攻坚战，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市环保局

开展一对一精准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刘会林报道：14日，市环保局63名

干部职工赴扶贫联系点通城县麦市镇天门村，走访看望
结对帮扶贫困户，开展一次大走访、一次大维稳、一次大
调研、一次大宣传、一次大清扫“五个一”帮扶活动。

扶贫工作队队员与帮扶责任人和村民，对天门村主
街道进行大清扫，并为贫困户送去了油、米等生活物
资。帮扶责任人入户赠送精准扶贫和低碳生产生活宣
传资料，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基本情况。对他们在医
疗、教育、住房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诉求，认真填写记
录，还结合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宣传党的精准扶
贫政策，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早日实现脱贫。

市环保局扶贫工作队结合村情民情，围绕推进天门
村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移风易俗和建设美丽乡村、贫
困家庭脱贫致富等方面在贫困户家中开展调研，制定干
部帮扶措施，着眼2019年整村出列提出建议。

赤壁市环保局

依法关停非法钙石加工企业
本报讯 通讯员雷亚清报道：13日，赤壁市环保局

联合市人民法院、市供电公司和赵李桥镇政府、派出
所、工商所、城建站等多个部门，对赵李桥镇S319省道
赵崇沿线9家非法钙石加工企业实施强制断电，依法关
停。

下一步，环保执法人员将继续加强对赵李桥镇S319
省道赵崇沿线日常巡查工作，加大打击力度，绝不姑息。

16 日，航拍的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新村格外醒目，
周边绿树和新农村楼房相互映衬，尽显生态新村美丽画
卷。

近年来，四邑新村积极加快新型农村建设步伐，着力
打造农民“宜居宝地”，先后投资1.3亿元修建仿古民居、荷

花池、休闲广场、花坛绿化带等设施 ，使整个村容村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被评为“全国幸福农村社区”、“荆楚最
美乡村”、“湖北宜居村庄”、“湖北绿色示范村”和“咸宁十
大美丽村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一石激起千重绿
——通山石门村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特约记者 孔帆升 通讯员 徐世聪

崇阳县全力推进通村公路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王勃报道：近日，在崇阳县路口镇田

铺至田心乡村道路拓宽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铺
筑水泥路面。

工程项目经理吴家焱介绍，田铺至田心乡村道路拓
宽工程于4月底开工建设，全长3.8公里，目前已完成砼
路面2.2公里，计划7月初完成施工建设。

田铺至田心乡村道路拓宽工程不仅解决了田心、田
铺、沙墩三个村四千多人出行难的问题，同时还为村民脱
贫致富带来了希望。

据了解，今年来，该县把通村公路建设作为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工程来抓，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全力补齐精准扶贫短板。该项目共涉及到全县12个
乡镇，37个贫困村，公路总里程76公里，目前已完成项目
工程的50%。为保证项目工程进度，施工队将加班加
点，保证在8月20日前全部完工。


